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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报道，当前
90后正在成为乡村教师的生力
军，但他们却面临一些困惑与
迷茫。乡村教师被称作“我国
基础教育的脊梁”，那么，如
何采取有效措施，让这“脊
梁”挺得更直、更久？

我以为，这不仅需要制度
的保障，更要有实实在在的支
持。这些 90 后教师满怀热情
来到乡村学校，每天却要面对
城镇教师意想不到的种种困
难，比如留守儿童、职务晋
升、生存条件，等等。这些问
题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保

障和政策支持。绝大多数 90
后教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
础，也有干一番事业的热情，
渴望学习与进步，更想用自己
的努力改善乡村教育面貌。这
需要地方政府和学校管理者为
他们搭建平台，提供机会。尽
管政府给予了乡村教师特殊津
贴，但他们的进修、职务晋升
等机会实际上也是远不如城镇
教师的。那些选择到乡村学校
执教的年轻教师，是有教育情
怀与理想的，但当他们在那里
没有研修和晋升的希望，久而
久之难免心生逃离的念头。

前不久，我在西南某山区
考察过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
校，该校现有教师30人 （编制
为 36 人），90 后占 7 人，14 个
教学班 （中心校 12 个教学班，
教学点 2 个班），学生近 600
人，教学点的两位教师每年轮
换一次，现在的两位90后女教

师每天一大早从山上的校本部
步行30分钟来到半山腰的教学
点，一人包一个班 （一年级14
人，二年级 13 人），还要给那
些孩子烧一顿午饭，下午放学
后再步行50分钟上山回到本部
休息。

该校校长告诉我，学校的
困难是教师招聘难，长期缺
编。教师专业成长上少有与名
师、专家面对面的学习机会，
教师们还要经常做一些与教育
教学无关的事——或为各类职
能部门代劳，或为五花八门的
检查所累，耽搁了时间、分散

了精力。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老
师参加区里的进城教师考试，
但总没有人考上。

我认为，如果每一位 90
后老师能够为顺利通过进城考
试，努力研究教材、认真备
课、研究课堂、认真上课的
话，不仅对他们自己的专业成
长有帮助，对学校、学生也是
好事。如果大家都努力成为专
业素养相对高的教师，他们的
个人发展机会就会多一些，他
们主动留下来的愿望也显得更
真实一点。从 90 后自身的情
况出发，在平台和机会不具备

的情况下，可以多做自主研修
——研究学生、研究教材、研
究课堂、研究教法，多读点
书，也可以通过网络扩大与外
界的交流机会。我始终认为，
改变的关键终究还是自己。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建
议和行动是不是太现实了，但
我以为，满足 90 后年轻乡村
教师眼前的现实需求，符合人
文主义价值的要求，符合以人
为本的理念，更是解决当下问
题的务实之举。

要解决乡村教师招得来、
留得住的问题，国家层面是否
可以考虑在增加乡村教师特殊
津贴、适度开放乡村教师职务
晋升渠道的同时，实施乡村基
础教育专家型教师培养计划，
加大培养乡村教育迫切需要的
学科带头人、教育教学和教研
教改骨干的力度与保障。

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需

要从教师的职业特点出发，免
除与教师职业无关的工作负担，
少一点形式主义的检查评估活
动。在教师招聘问题上可以借
鉴各地优秀人才引进的政策。
如果乡村学校长期缺编，并且留
不住已经在那里服务的教师，教
育教学质量如何来保障？

尽管不少 90 后选择当乡
村教师不是为了金钱和名利，
而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但
要实现理想抱负总要有资本和
机会，地方政府尤其是教育行
政部门必须拿出真诚态度和实
际行动，建构有助于乡村教师
专业研修的平台，比如优秀教
师送教下乡，对这些年轻教师
进行一对一、系统化的研修指
导，帮助他们解决教育教学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给他们实实
在在的指导。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
特级教师）

青年乡村教师的理想还需现实点亮
凌宗伟

/ 漫话 /

/ 一家之言 /

5 天 5 晚 15800 元，10 天 9 晚
19800 元，16 天 15 晚 39800 元⋯⋯
这些都是南京一些公考培训机构面试
培训班的价格。江苏省公务员录用面
试最近要举行，考生们为了能顺利捧
上眼中的“金饭碗”，五一也没休
息，拼了；公考培训机构抓住考生们
急切的心理，设计出各种培训班类
型，也是拼了。《现代快报》记者调
查发现，今年有培训机构更是推出了
一种“一对一”的小时培训班，1小
时最高收费达2580元。

烧钱拼个“金饭碗”

/ 快评/

又到毕业季，应届毕业生面临考研、求职等选
择，这也意味着他们将面临高频率的体检，两三个
月内做 3 到 4 次体检的人不在少数：毕业体检、研
究生入学体检、入职体检⋯⋯但体检结果却不能
互认，导致学生们毕业季频繁体检，不仅增加花
费，也对健康不利。

那么，在共享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为什么就
不能共享一份体检报告呢？究其原因，无非是两
点：一是用人单位不信任求职者自己出具的体检
报告，怕弄虚作假；二是各单位规定的体检项目不
一样。

但是，这两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从技术上
看，用人单位对体检项目的要求虽然各异，但毕竟
大同小异。而体检报告大多是简单的定性结论，
很容易标准化。如果能由学校主导，在临近毕业
时对学生进行一次较全面的体检，形成一份“应届
生健康档案”，存在数据库里，在单位需要的时候，
凭相关证件前来调取，各取所需，是否就能满足大
多数单位的需求了呢？少数单位实在有特殊要求
的，可让学生单独补查缺少的项目，而不必全部重
来。这样，学生轻松，单位也省事。

由高校主导体检，也能解决公信力问题。学
校选择有资质的体检机构，保证体检的有效性；体
检报告直接由单位向学校调取，学生无法擅自修
改；单位也不能随意用“体检不合格”的借口来拒
绝学生。此外，有些单位不顾国家规定，在体检项
目中私自加入乙肝检测，还有些皮包公司专门骗
取求职者的体检费⋯⋯这些情况，在高校统一建
立学生健康档案，并形成共享机制以后，相信都能
大大好转。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高校、企业和有关部
门都能认识到多次重复体检的浪费和危害，并愿
意承担责任，共同推进体检报告共享化。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大数据是大势所趋。在
国家层面，我国卫生部从2011年前后就开始致力于
为全国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将此作为重要的国
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电子健康档案包括三部
分信息：一是卫生服务过程中的各种服务记录；二是
定期或不定期的健康体检记录；三是专题健康或疾病
调查记录。

2016 年国务院发文，定下健康医疗大数据发
展的目标，其中之一是：到 2020 年，居民拥有规范
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这些电
子档案当然应该严格保密，但也是宝贵的医疗资
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将为医疗研究、
政策制定和社会服务做出重要贡献。那么，在条
件成熟时，是否也能为居民找工作、办健康证等提
供方便？

从地方层面来看，2016 年，山东省出台了《山
东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 年)》，该
规划中明确提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
对所有医疗机构开放，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集
中检查检验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济南一家医院
体检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现在到医院看病或办
理健康证，很多检查报告都已经实现了共享，“比如
办理健康证、幼教证，如果提供近期的体检报告，我
们会参照其中一些项目的结果，避免重复检查。”可
见，在一些区域，居民健康数据已部分实现共享，
如果有关部门再推进一步，相信体检报告的有条
件共享也不是什么难事。

总而言之，在共享经济发达、大数据应用已经
深入各行各业的今天，共享一份体检报告几乎已
经没有技术壁垒。而大学校园本该是思想最新
锐、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在却让大学毕业生因
高频体检而承受健康风险，真的有必要吗？高
校、企业和有关部门都重视起来，各自向前跨一
步，就能让好事水到渠成。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毕业生体检共享
哪有那么难？

戎丽娟

小朋友之间时常会有点小
冲突。如果你的孩子在幼儿园
被其他小朋友欺负了，你觉得
该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近
日，四川乐山市某幼儿园对家
长做了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约 60%的家长表示应该培
养孩子强硬的性格，被欺负时
要“打回去”；有 25%的家长
则认为，孩子被欺负后，应当
远离施暴者，而不是以暴制
暴。

每个孩子的天性都不一
样，孩子与同龄人发生“冲
突”的具体情形也会不一样，
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主张孩
子被欺负时，必须打回去，其

合理性已然是可疑的。在幼儿
园的调查，以及新闻与评论的
跟帖后面，主张“打回去”都
占据了上风。个中缘由，值得
深思。

遇到冲突，家长告诉孩子
不应害怕、怯弱，这当然没问
题。可教育毕竟是复杂的，指
望孩子健康的人际交往与处事
方式以及人格养成等，都通过

“打回去”来实现，显然是过于
简单化和粗暴化的教育理念。
不过，这种原则性的教育，却似
乎满足了不少家长的教育需
要。比如，一些家长不是不重
视对孩子的日常教育，但因主
客观原因的限制，或并没有太

多精力以及科学方法去引导孩
子，那么“打回去”便让不少人
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自认
为可以据此让孩子不受欺负，
少吃亏。

这种“打回去”思维的流
行，并非一天养成的，而更像是
一种“报复性反弹”。过去的传
统教育理念和文化，大多推崇
的是“孔融让梨”式礼让理念。
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竞争
压力增加，孩子的“狼性”被越
来越多的父母所推崇，这些年
狼爸、虎妈式教育的火爆，就是
一个明显佐证。在这样的现实
背景下，“打回去”的教育理念
自然不乏市场了。

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的多
发，也让一些家长对于孩子的
冲突处理，多了些现实焦虑。
不少学校在处理校园暴力事件
时，仍大多主张“各打五十大
板”“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很容
易让家长形成一种认识：第三
方处理难以为孩子提供有效保
护，只有“以暴制暴”打回去，才
能让孩子不吃亏。当前一些校
园暴力事件因为处理不当，最
终上升到家长之间，甚至家校
之 间 的 冲 突 ，就 颇 能 说 明 问
题。不过，纵使在这种现实面
前，“打回去”也值得商榷，因为
孩子进行武力式“私力救济”，
最终反而可能加剧矛盾，让自

己陷于更大的伤害之中。
不管是家长对于“打回

去”的迷信，还是学校在处理校
园暴力事件上缺乏让人信任的
能力，说到底都反映了目前教育
理念中规则意识的缺乏。孩子
与同龄人冲突，一般都无主观上
的恶意，相较于必须打回去，更
重要的是，还是应让孩子学会自
我保护。要让孩子在不同的情
形下，都能以恰当的方式去管控
好冲突，平衡人际交往的边界。
一味主张“打回去”，既缺乏教育
的弹性，也容易引发更大的事
端。相较而言，理性的做法，应
是告诉孩子，碰到被欺负，应及
时告知家长和老师，让他们明

白，有比自己打回去更好的保护
自己的方式。

到今天，依然有人坚信“孩
子会打人，就不会吃亏”，甚至
把打人视为一种能力，将不打
回去与懦弱等同起来，无疑是
一种危险的思维。一有冲突就
打回去，是以一种成人思维和
丛林法则来处理争端。一些孩
子之间的小冲突，本来是正常
的、难以完全避免的，只要家
长、教师做适当的引导，即可化
解。告诉孩子规则的界限在
哪，怎么保护好自己，怎么维持
一种合理的交往边界，做到不
卑不亢，显然才是正道所在。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教孩子“打回去”开错了药方
朱昌俊

察
教 育

观
尽管不少90后选择当乡村教师不是为了

金钱和名利，而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理想，但
要实现理想抱负总要有资本和机会吧？地方
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拿出真诚态度和实
际行动。

近日，据媒体报道，西安
部分高校的借阅数据显示，除
专业书籍外，文学类、哲学类图
书的借阅率最高，其中超过六
成大学生读过四大名著，但不
超过三成完全读完原著，多以
影视作品和简本替代。同时，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学生平时
的阅读主要满足消遣和应试两
种需求，最喜欢读各类小说。

虽说闲暇里读不读书，读
什么类型的书，是个人的权
利，但所谓青年强则国家强，
大学生的阅读数量和层次关涉
国人的精神文化涵养，马虎不
得。有调研数据显示，高校大
多数学生平均每天课余阅读时

间为 1 至 3 小时，一半左右选
择利用零碎时间读书，且阅读
电子书多于纸质书。这说明在
快节奏、碎片化的社会环境
里，零散式和数字化阅读已经
成为大学生阅读的重要方式，
我们不用担心大学生读书的数
量，而要关心他们阅读的质
量，即是否敢于读一些费时、

“烧脑”的作品，以此提升阅
读品味，磨砺阅读心性，培养
批判思维。

当前信息爆炸、电子终端
设备普及和个性独立等时代发
展因素，使得大学生课外阅读
的内容、方式及时间分配等方
面均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与大

学生休闲、专业发展、兴趣养
成等方面的需求相适应，对大
学生的有利性不必赘言，但其
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来，无论
是消遣还是应试性阅读，都不
应成为大学生阅读的主要目
的；二来，大学生基于互联网
的浅阅读应有限度。要知道工
具性阅读和网络阅读虽然可以
帮助我们在零散时间里获得一
些有价值的信息或知识，但很
容易让人浮躁和片面，不仅难
以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且
错把信息当知识，更错把知识
当智慧，缺乏系统的逻辑体系
和对认知对象的评判性思考。

近年来，国家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政策和政府对文创产
业的大力支持，使文创产业迎
来了发展契机，一些网络小说
通过电视剧改编收获了不少年
轻读者，但大量有内涵的经典
作品还有待开发，以大学生为
代表的年轻人对于经典著作和
纸质作品研读的广度和深度还
不够。国外发达国家的阅读呈
现出两个趋势，一是美国、英
国、法国等国家的市民阅读存
在回归纸质图书的潮流，电子
书的销售放缓，而纸质图书的
销售稳步增长。二是欧美知名
高校认识到经典名著对学生批
判性思维养成的重要性，而强
调学生的经典研读。

所以，我们必须形成一个
阅读共识，即不仅要利用零碎
时间读一些有乐趣、易读的轻
松读物，而且要花整块时间读
一些枯燥、难读的经典作品。
因为轻松读物虽然易懂、好
读、不用动脑，不少却缺乏营
养，艰涩作品虽然难懂、费
劲、耗脑细胞，却不乏精品佳
作，尤其是经典作品。没有这
种基本的阅读观，敢于阅读

“烧脑”作品的勇气和静心研
读经典“烧脑”作品的实践，
我们的阅读面和思维层次就会
在原地打转，难以提高。

作家王小波在《思维的乐
趣》中说：“我认为脑子是感知

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
法 施 加 在 它 上 面 ，是 可 疑 之
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
则认为，在一个意见领袖时代
甚至网红时代，“讲理”者越来
越少，阅读纸质书籍与名著越
发重要，因为这是促进自我启
蒙、培养理性的最佳方式。阅
读“烧脑”的书，过程是痛苦的，
但却是攀登思想高峰的必经之
路，也是无限接近于“思维的乐
趣”的体验。相较于“娱乐至
死”带来的快乐，思维的乐趣和
理性精神的培育更应该成为大
学生乃至每个读书人的追求。

（作者系上海出版传媒研
究院研究人员）

大学生不妨多读点“烧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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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你
面前，你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事过了才
后悔莫及。怎样才能让这样的遗憾不再
发生？如果我是你，我会拿起笔或敲下
键盘，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件
发表意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育现象说
说看法，欢迎你对评论版刊发的文章展
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话
题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鲜明坚
定，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温度，接地
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在
1000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好文
章一经采用，奉上优厚稿酬。您可以通
过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给
我们投稿，或者登录中国教育报刊社蒲
公 英 评 论 网 络 互 动 平 台（pgy.voice.
edu.cn），申请开通个人工作室，直接将
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工作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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